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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緣起 

教育部為鼓勵國內大專校院學生參與國

際志工服務，培養學生對國際社會人文關懷

之使命感、責任感，拓展國際視野履行世界

公民之義務，磨練學生所學專業知識與技術

能力，並藉以增進臺灣與其他國家人民間相

互瞭解及交流，特訂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

院學生參與國際志工服務要點」。在其要點的

「國際志工服務項目」包括：有關教育輔導、

社區營造、醫療衛生、生態保育、人道關懷

與救援、協助第三世界友邦國家提升技能服

務及其他國際志願服務等項目。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依據教育部規定，特

制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際志工服務計畫

獎補助要點」，並制定「103年度馬來西亞教

育志工交流計畫」，其目的有四：（一）鼓勵

本校學生踴躍參與本校國際志工服務學習活

動。（二）鼓勵本校學生藉服務增進教學知能

及專業素養，並經由體驗式學習與國際接

軌。（三）鼓勵本校學生拓展國際視野，培養

對國際社會人文關懷之使命感。（四）鼓勵本

校學生將專業回饋社會，將愛心奉獻給人

群，提升「服務學習」的範疇與視野。 

在青輔會的支持下，2009年 7月國立彰

化師範大學首次舉辦「志」在四方海外國際

志工「暑期創造思考研習營」，在吉隆坡臺灣

學校禮堂舉行。參加此次志工服務有 15位準

中等學校教師，來自各個不同學系且接受完

整的師資培育課程。對滿懷教育服務熱忱的

志工們，經由參與此次研習營拓展其國際視

野，培養出對國際社會人文關懷的使命感與

教育愛心的奉獻精神。 

 交流目標與參與動機 

近年來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積極推動國際

教育志工，計畫旨在推動兩國之間的交流，

並以數理科為基礎及課業輔導，推動科學教

育，輔以協助學生品德、體能、生活及生涯

規劃輔導之課程。此外，本校為師資培育之

師範大學，針對具有師資培育資格之學生，

能藉此以教育志工為基礎，從做中學，使彼

此有所增益。103 年彰化師範大學師陪生赴

馬來西亞國際志工交流計畫的目標為：（一）

培養並精進本校師資培育學生所學專業學科

知識以及教學能力。（二）增進多方面教學經

驗並增進學生與其他國家人民間交流，發展

師資培育之學科能力。（三）培養學生對國際

社會人文關懷之使命感、責任感，發揮史懷

哲精神，實踐志工服務以及有教無類之理念。 

化學是一門與生活非常貼近的學科，生

活中處處有化學，把化學這門科目轉變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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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國際志工服務—在馬來西亞推廣化學教育的企劃流程圖 

 

生的興趣是我們此行最大的目標。對於馬來

西亞的中學生來說，雖然化學是一門較乏味

的、艱深的科目，但是中學生通常對於具有

震撼性、爆炸性及驚奇性的化學實驗甚感興

趣。因此，我們除了教授課本上的知識外，

同時也規畫一些有趣的化學驚奇實驗於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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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教師點火燃燒紙鈔（假鈔） 

中，以激發學生對於化學的興趣，並期望透

過化學活動讓學生獨立思考並探討化學的世

界。 

對於我們來說，能夠親臨馬來西亞的現

場教學是非常難得的機會，而達到教學相長

是我們最快樂的事情，希望帶給學生們更多

不一樣的課程，讓學生不再害怕化學。本次

化學教育推廣活動在馬來西亞的濱華中學

（馬來西亞民辦的華文中學之一，也是巴生

四獨中之一，位於雪蘭莪州巴生），以下為國

際志工服務—在馬來西亞推廣

化學教育的企畫流程圖（圖

一），為了讓馬國學生有較佳的

學習成效，我們根據不同面向去

分劃課程，以隨時適應不同的教

學環境及學生。化學驚奇實驗的

示範教學是本次推廣化學教育

的重要項目。 

 教學現場 

化學示範教學不僅能製造令學生產生好

奇和驚訝的感覺之外，更能讓學生對於化學

發生變化印象留下深刻並激起學習的興趣，

使學生更願意對其深入思考並進行深入的討

論。 

本次活動的授課教師有：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化學系學生李哲宇、李錡峰和許乃月，

指導教授為楊水平老師。化學示範實驗的規

畫以酒精為主軸，包含「燒不破的紙鈔」和

「酒精槍」兩個單元，其優點為藥品在當地

可以方便取得（化學藥品無法過境到馬來西

亞），酒精較無毒性也較安全。 

以下是本次活動的示範教學過程和教學

說明，以「燒不破的紙鈔」為例。 

1. 首先，教師取一張玩具鈔（假鈔），浸泡

於 95%酒精後，然後點火燃燒，玩具鈔

立即燒毀（圖二）。 

【教學說明】：學生對於火焰、或是爆炸

的實驗感到興奮，當教師燃燒玩具鈔時，

可以引起學生的注意。若沒有特別注意

紙鈔是假鈔，有些學生會認為教師真的

把「紙鈔」燒毀了。 

2. 教師再拿出一張真鈔（當地的馬幣），浸

泡於事先準備好的酒精溶液（各 50 mL

的水與酒精混合液、再加約 30 g的氯化

鈉固體，並攪拌促進溶解），然後點火燃

燒，這次鈔票不會燒毀。 

【教學說明】：對此階段的示範，學生可

能會預期紙鈔（如同紙張一樣）會被燒

毀，但是學生對此次「燒不破的紙鈔」

的現象感到十分驚奇並產生疑惑（圖

三）。 

3. 教師與學生互動討論，為何鈔票不會燒

毀？（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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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學生對「燒不破的紙鈔」感到驚奇和疑惑 

 

圖四：教師與學生互動討論 

 

圖五：學生親自動手做「燒不破的紙燒」 

【教學說明】：透過學生對於

示範實驗引起的好奇心，引

導學生討論紙鈔為何無法被

燒破的原因。利用小組問答

的方式作為討論的基礎，讓

學生思考與討論，然後讓學

生進入動手做的階段。 

4. 學生親自動手做，人人都可

以成為「紙鈔燒不破」的魔

法師（圖五）。 

【教學說明】：教師向同學徵

求真實的紙鈔（馬幣），讓學

生親手操作「燒不破的紙燒」

的實驗。當燃燒真鈔的幣值

越大時（當時使用馬幣 50

元，相當於台幣約 500元），

台下的同學也會更加的興奮

緊張，如此可以加深同學對

於本實驗的印象。 

 學生學習回饋 

受限於時間和其他因素，以

五個選項來分析學生對於我們

的教學的滿意度：5表示非常滿

意、4表示滿意、3表示普通、2

表示不滿意、1 表示非常不滿

意，本次施測對象為高一理一和

高一理二共兩個班，統計結果如

表一所示： 

以上的分析結果係平日化

學課教學的學生回饋，並非只是此次示範教

學的結果。大致而言，學生對於本次教學的

滿意度呈現高度的滿意，在「教師上課的音

量」和「教師教學的方式」的滿意度高於「課

堂的理解程度」和「講義簡單明瞭」。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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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學生的學習感受分析結果 

科目 教師上課的音量 教師教學的方式 課堂的理解程度 講義簡單明瞭 

高一理一班 4.26 4.24 3.90 3.81 

高一理二班 4.50 4.33 4.15 4.23 

 

我們來說，學生的每一筆回饋都是非常重要

的，我們特別注重學生對於教學方式的滿意

度，結果顯示這方面的滿意度很高。 

 教師教學心得 

一、 教師 A 的心得 

我的大學生涯規畫有很多的目標，「國際

志工服務」是我的目標之一。人生總是不斷

地累積自己的經驗值，不論各種任務的投資

報酬率高或低，認真努力一定會有收穫。此

次遠赴馬來西亞，其實我內心裡充滿著猶豫，

離開自己熟悉的家鄉，心理或多或少感到不

安和焦慮。然而我常叮嚀自己 "No pain, no 

gain"，內心的不安和焦慮必須去克服，到馬

來西亞接觸不同的人群，拓展自己更寬廣的

視野。 

相對於其他科目，自然科的教學方式是

比較麻煩的且獨特的，我常常思考一堂課 35

分鐘要如何有效的教學使學生容易理解科學

知識，或是對於化學產生興趣。這次國際志

工服務，我們特別地規畫化學示範教學，期

望馬國的學生對化學產生興趣。從實際的教

學現場觀察，我認為化學示範教學是一項很

有效益的也很有勁道的教學策略，學生很喜

歡這種教學方式。 

二、 教師 B 的心得 

完成了一件大事之後，來檢視我當初的

參與動機，我的答案是有機會的話，我會想

當一位不只是教書的老師，而是當學生的朋

友，亦師亦友，給他們人生的課程，帶領著

他們度過人生的酸甜苦辣，教書的過程很累，

但教學完學生懂得，老師會非常非常快樂。 

相較於課堂教學，似乎化學示範教學是

一筆最划算的生意，同時能買到學生的上課

注意力，好奇心、學習心，讓學生們在歡樂

中學習，這是我們希望的學生學習過程與結

果，並馬國學生的口中得知，當地做實驗的

部分，基本上是沒有的，雖然礙於規定每間

學校都有實驗室，但是不常使用。因此，我

們的教學方式使他們有不一樣的學習方式，

我們很開心能從台灣帶入一種不一樣的教學

方式，也使枯燥乏味的理化有不一樣的呈現

方式，只要學生有收穫，我們老師準備課程

就值得了。 

三、 教師 C 的心得 

我們到馬來西亞之前，為了整整三週的

課程精心地做了萬全的準備，一開始面對的

困難點是我們並不清楚馬國學生的先備知識，

因此在課程設計上十分困擾，除了藉由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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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學校信件溝通外，我們也想辦法在短時間

內讓他們學會或複習應具備的先備知識。在

編寫完教材後，我們也進行試教讓夥伴在教

學上給彼此建議，也希望藉由試教互相學習

對方的長處。到馬國後，套用編寫的教材到

課堂上，我們發現學生程度落差極大，有少

數學生對於化學這個科目十分倦怠。在課堂

中，面對各式各樣的學生以及不同的狀況，

我們及時解決學生的疑惑，補足學生的先備

知識。進入實際的教學後，我們知道自己編

寫的教材有些地方需要改進，也知道要如何

教學才能夠使學生易於明白，要如何教學才

能夠引起學生學習的動機等等，這些都無法

在修習教育課程可以學到的經驗。由於我們

是志工老師，學生對於我們都很熱情，往往

會造成課堂秩序難以控制的情況發生，因此

利用小口號的建立以及分組競賽的班級經營

手法讓這個情況改善許多。 

在化學實驗課中，我們設計了趣味化學

實驗希望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面對極少進

入實驗室的學生們，我們宣導了實驗室安全

守則，期望實驗課程能安全順利進行。我們

利用「燒不破的

紙鈔」實驗，讓

學生複習燃燒

三要素，並在示

範教學後，安排

學生操作實驗

讓他們留下更

深刻的印象，期

望學生明白實

驗的原理，並能

夠能進一步學

習如何設計實驗步驟。 

 結語 

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教育

制度，在不同的環境培育出的孩子有不同的

特質，學科的表現能力也有所不同。從此次

的教學經驗得知，以臺灣的觀點所編寫的教

材並不見得完全適用於馬國的中學生，必須

稍加修正。從實際的教學現場觀察，化學示

範教學是一項很有效益的也很有勁道的教學

策略。作為化學教育的工作者及推廣者，我

們很高興見到馬國學生對於我們的教學有正

面的回饋，對於學習化學也提高了興趣。同

時，我們也與馬國學校教師做交流，瞭解異

國風情文化，教學專業互相成長，收穫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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